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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届市委“回头看”巡察组、市委交叉巡察组进驻一览表

组长

柏山

尚焕新

巡察单位

三亚市市
场监督管
理局党组

三亚市国
有资产监
督管理委
员会党委

工作日值班
电话

8:00-12:00
15:00-18:00

0898-
31001422

0898-
32290075

通信地址

三亚市A058号
邮政信箱

三亚市A059号
邮政信箱

电子邮箱

sanyaxc2
@163.com

hkjcxcz
@163.com

联系箱地址

1.三亚市迎宾路372号，三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1号办公楼1楼大门右侧墙壁
2.三亚市迎宾路368号，三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2号办公楼1楼大门右侧墙壁
3.三亚市解放三路563号，三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3号办公楼1楼大门右侧墙壁
4.三亚市海棠区龙海风情小镇C5-18号，三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海棠分局办公楼1楼大门左侧墙壁
5.三亚市崖州区崖州大道311号，三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崖州分局办公室1楼大门左侧墙壁
6.三亚市育才生态区S314（育才大道），三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育才分局办公楼1楼楼梯口右侧

1.三亚市迎宾路房地产交易中心12楼电梯口对面墙壁（市国资委办公地点）
2.三亚市新风路279号蓝海华庭华夏保险中心20层电梯口靠走廊墙壁
3.三亚市金鸡岭路336号三亚环投集团办公楼1楼入口右侧墙壁
4.三亚市解放路339号华庭八号9楼电梯左侧墙壁
5.三亚市胜利路91号海湾商务大厦17楼电梯厅南侧入口右边走廊墙壁
6.三亚市迎宾路173号荣耀世纪大厦8楼电梯口右手边内侧墙壁
7三亚市荔枝沟路105号农投集团办公大楼1楼大厅楼梯右侧
8.三亚市榕根路6号三亚城投集团2楼员工过道左侧墙壁
9.三亚市凤凰路155号三亚旅游文化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办公楼一楼会议室门口右侧
10.三亚市吉阳大道273号三亚科投集团办公楼1楼大堂左侧
11.三亚市海润路33号市民游客中心三亚12345政府服务热线一楼正门左侧墙壁

注：市委“回头看”巡察组受理信访时间截至2021年 9月15日，市委交叉巡察组受理信访时间截至2021年 9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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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空气质量预报：一级（优）

三亚市环境空气质量日报

坚定坚定““四个自信四个自信”” 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抗
疫

时间已是夜里23时，在三亚
火车站公交车站点旁，停放着两
辆外表和普通公交车并无两样
的公交车。一辆车上，三亚公交

集团公司公交车司机张国吉身
着防护服坐在驾驶位上等待着。

透过车窗玻璃，不少人发现
这两辆公交车的驾驶员座位和
乘 客 座 位 之 间 被 安 装 上 了 隔
板。车辆前挡风玻璃上还贴着
一块标示牌，上写“ 临 时隔离
车”。原来这两辆公交车是三亚
接送从其他地方抵达三亚火车
站的密接者和次密接者的（目前
主要接送的是来到三亚，没有 48
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的旅
客，这些旅客需要隔离 24 小时等
待核酸检测结果）。

张国吉是这两辆“临时隔离
车”的驾驶员之一，也是三亚公交
集团公司 17 路公交车司机。今
年 49岁的他于 2017年从黑龙江
来到三亚，今年是他在三亚公交
集团公司工作的第3年。2020年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他主动投
身疫情防控一线，和其他司机一
起负责驾驶“临时隔离车”，接送
抵达三亚火车站的“特殊”乘客
——密接者和次密接者。

“疫情最严重期间，也是我们
工作最忙、责任最重的时候。从
领导到职工，为了抗击疫情，每
个人都在无畏地前行。直至今
日，大家都从未松懈过。这已经
成为了疫情防控工作人员应有
的一种工作态度。”张国吉说。

17 路公交车途经 33 个站，
“临时隔离车”只从三亚火车站
到隔离点，两点一线。对张国吉
来说，路程缩短了，但工作量并
没有因此减轻。工作期间，张国
吉必须长时间穿着厚重的防护
服，吃喝拉撒也成了技术活。有
时，还会遇到个别次密接者不愿
意上车，张国吉只能在车上汗如
雨下地等着。

“他们觉得三亚是低风险地
区没有大碍，不愿意被隔离。”张
国吉说，有一次，一位次密接者
不愿上车到隔离点隔离，他和其
他疫情防控工作人员好说歹说
了半个多小时，才劝通了。“这事
没得商量，为了所有人的安全着
想，不管高低风险都得配合。”

正常情况，张国吉和另外 3
位司机分两班倒驾驶“临时隔离
车”，第一班从8时至16时，第二
班从 16 时至 24 时。“如遇特殊
情况，第二班延长至凌晨 2 点也
是常有的事。”张国吉说，有时还
会接到临时接送任务，那就得不
分昼夜干了。

三亚火车站人来人往，大部
分时间，车上的两位“临时隔离
车”司机似乎置身于人群中，却
只能远远看着人群。每天下班
后就回到隔离酒店，回到各自的
房间，不能与旁人接触，也不允
许有人来看望。陪伴他们的，只
有手机上那一方小小的屏幕。
在张国吉给记者发来的一张工
作照上，他的手已被汗水泡的发
皱发白。“我们每天都要消毒，隔
四个小时消毒一次，加上穿着防
护服，一直出汗，这种情况很正
常。”

此前张国吉和自己的父母住
在三亚，投身疫情防控一线后，
他已经很长一段时间没和父母

见面了。“他们很担心我的安全，
每天都嘱咐我要注意安全，做好
防护，但却从来没有说过不让我
干这份工作。”对于这份工作，父
母尽管有许多担忧，但还是默默
支持着儿子的工作。

“会害怕吗？”记者问。“都选
择了这份工作还有啥好怕的，而
且我们防护工作很到位。”张国
吉告诉记者，市政府和公司给他
们提供了充足的保障。除了免
费入住的酒店，还准备了口罩、
酒精、防护服等装备。“从疫情暴
发到现在，三亚的疫情防控工作
一直很有成效，让我觉得所有的
努力没有白费。这种坚持很有
意义，也是我对自己工作的一种
认可。”张国吉说。

“疫情结束后，最想做的一件
事是什么？”记者问。

“立马回家陪陪爸爸妈妈。”
张国吉毫不犹豫地回答。

本报讯（记者 赵庆山）8 月 16
日，三亚市吉阳区海罗村临时农贸
市场正式试营业，该市场将提供
66个摊位，经营蔬菜、鱼类、肉类、
干货、豆类等品种，为附近群众带
来实实在在的便利。据了解，海罗
村临时农贸市场成功试营业，背后
的故事一波三折，是三亚“查破促”
活动的一个生动案例。

16日上午，得知海罗村临时农
贸市场试营业的消息，记者来到海

罗村看到，临时市场已经建好，市场
选址在入村主干道旁，占地面积不
大，一些摊主已经入驻，售卖蔬菜、
鱼类、肉类等品种。也有村民拿来
自家种植的地瓜叶、小野菜售卖。

“摊位多、品类足，百姓就近买
菜方便了不少。”海罗村委会党总
支书记李俊告诉记者，临时市场占
地 460 平方米，共设有 66个摊位，
包括蔬菜、鱼类、肉类、干货、豆
类、卤菜等品种，以前跑荔枝沟买

菜的村民，现在可以在家门口就近
买菜。据介绍，市场提供 20 个公
益类摊位，供本村村民自产自销农
产品，每天租金仅 5元，另外 46个
摊位对外出租，月租也才五六百
元。此外，临时市场还解决了本村
4 名村民就业问题，提供了疏导
员、保洁员等岗位。

海罗村临时农贸市场成功试营
业，是三亚“查破促”活动取得的实
效。据了解，前两年，一些村民时常

聚集在村道旁摆卖农产品，不仅造成
道路拥堵，也影响市容市貌，为解决
这个“马路市场”的问题，吉阳区选址
建设了海罗村临时农贸市场，项目开
建后，却恰逢综合行政执法改革，手
续、资金都出现“卡壳”，工程一度陷
入停工，成为民生工程的“堵点”。

“政府工作作风非常接地气，
解决问题快速又高效。”临时市场
施工方相关负责人陈经理说，今年
7月，负责相关工作的市政府副秘

书长张贤芳关注到这个“堵点”问
题，多次到现场调研了解实情，并
组织吉阳区、资规、发改、海罗村委
会多次召开协调会，逐个突破难
点，最终啃下这块“硬骨头”。7月
21 日，施工方重新入场复工，8 月
13日就实现验收交付。

“我深刻感受到三亚营商环境
的变化，政策落地快，干部务实担
当，我对海南自贸港建设信心十
足。”陈经理说。

三亚海罗村临时农贸市场试营业

海南：

在既有停车位安装充电桩
无需申报审批

本报讯（记者 赵庆山）日前，海南省消防救援
总队制定了《“电动汽车充电设施建设”消防技术服
务措施》（下称《措施》），对安装电动汽车充电设施
是否需要向当地消防救援机构申报审批，物业服务
企业、相关单位是否能以影响消防安全为理由阻碍
电动汽车充电设施安装工作等进行明确。

《措施》明确，任何居住小区、单位、个人在既有
停车位安装电动汽车充电设施，无需向当地消防救
援机构申报审批手续。全省各级物业服务企业、相
关单位不得以影响消防安全为理由阻碍电动汽车
充电设施安装工作。

《措施》公布了21组全省各级“电动汽车充电设
施建设”消防技术服务组名单和联系方式，该服务
组负责解答社会各界关于电动汽车充电设施建设
过程中的消防技术问题，坚决做好“电动汽车充电
设施建设”消防技术服务指导工作。

记者走访三亚一些小区发现，有些车主已经自
行安装了电动汽车充电设施，但在安装过程中，曾
因安全问题遭遇其他业主反对。“政策给电动汽车
车主吃下定心丸，以后在自己车位上安装，终于不
用担心太多了。”一名电动汽车车主王先生表示。

海南142家房企和中介机构
停业整顿

本报讯（记者 赵庆山）日前，记者从住建部门
获悉，今年我省继续严厉打击房地产市场违法违规
行为，深入治理房地产市场各种乱象，有 8 名犯罪
嫌疑人已被逮捕或刑事拘留，142家房地产企业和
中介机构被责令停业整顿，51家房地产企业和中介
机构被取消备案资格。

今年以来，我省先后组织开展住房租赁市场专
项治理和房地产市场专项整治以及房地产网络虚
假宣传广告专项治理工作。住房租赁市场专项治
理方面，我省重点打击房地产经纪机构、住房租赁
企业、网络信息平台等市场主体“高进低出”“长收
短付”等违法违规行为。截至目前，全省共约谈企
业和机构 771 家、停业整顿 83 家、取消备案 44家、
吊销营业执照 60 家，处罚金额 104.94 万元。对违
规经营的 5家租赁企业立案查处，其中 8名犯罪嫌
疑人已被逮捕或刑事拘留。

房地产市场专项整治方面，我省重点对购房人
规避限购政策骗取购房资格、开发商违规销售商品
房、中介机构和从业人员违规乱象、商品房销售现
场管理无序等违法违规行为开展排查整治。截至
目前，全省共检查项目711个、房地产开发企业552
家、中介机构 752家，责令企业和机构整改 205家、
约谈222家、停业整顿59家、通报40家、取消备案7
家，已处罚金额592.86万元、拟处罚910.62万元。

动力冲浪板发生故障2人落水
海面漂浮1个多小时被救起

本报讯（记 者 胡 拥 军 通 讯 员 陈 宏）8 月 16
日，蜈支洲岛客船在结束一天的工作返回铁炉港航
行过程中，于后海角至牛车湾附近海域发现两名落
水者，随后船员迅速展开救助。

“快救人，有人落水了！”当天15时左右，船员程
红坡看到不远处的海面上有两名落水者向船舶招
手，他随之意识到有人落水并迅速上报船长展开救
助。

“我看到他们招手，就知道一定出事了。”程红
坡告诉记者，两人落水的位置在后海角到牛车湾附
近，当时正值退潮，落水人员因为动力冲浪板发生
故障已经在海面上漂浮了 1个多小时，如不及时发
现将继续向外海域漂流，十分危险。

发现落水者后，船长许祥明动员船员按照救生
部署施救，在船慢慢靠近后，立即抛出救生圈将两
人救起。落水者付先生及其朋友对船员表达了感
谢，目前，两名落水者除体力消耗过大外已无其他
大碍。

记者了解到，这是8月份以来，蜈支洲岛参与的
第二次救助工作。

第一次救助发生在 8 月 6 日。当晚，蜈支洲岛
船务部接到三亚水上搜救中心值班电话通知：在海
棠湾海域有人员落水失踪。接到通知后，蜈支洲岛
当即启动应急搜救程序，迅速组织值班船员启用客
船1艘、快艇1艘及调配10余名船员开展应急搜救
工作。当晚23时 40分左右，经过1个多小时搜救，
因夜间海上视线极差，船艇接到暂停搜救通知后无
奈返航。后得知落水人员已由其他救援力量成功
救助。

据了解，蜈支洲岛不仅配备有掌握专业救生技
能的救援人员，还配备了摩托艇、皮划艇、沙滩车、
救生衣、救生圈等救援设备，以备在突发情况发生
时能够迅速展开救援，第一时间帮助遇险游客脱
险。

三亚“临时隔离车”司机张国吉：

开着“孤单”巴士行驶在抗疫一线
本报记者 刘盈盈

身着防护服的张国吉。
受访者供图

新修订形成的《指引》和《指南》对于公
众的健康防护，有哪些最新注意事项？

公众戴口罩有什么最新要
求？

对普通公众来说，除了在密闭场所需
要戴口罩外，当处于人员密集的露天广场、
剧场和公园等室外场所时，也需要佩戴口
罩。另外，建议公众家里日常备用一些高
级别口罩，当家人出现了鼻咽不适、咳嗽、
打喷嚏和发热等症状，到医院就诊的时候，
佩戴更高级别的口罩，保护自己，保护他
人，全面防范传播风险。

公众日常佩戴口罩有什么
注意事项？

口罩的正确使用、储存和清洁是保持
其有效性的关键。

公众日常要注意以下事项：
①正确佩戴口罩，确保口罩盖住口鼻

和下巴，鼻夹要压实；
②口罩出现脏污、变形、损坏、异味时

需及时更换，每个口罩累计佩戴时间不超
过8小时；

③在跨地区公共交通工具上，或医院
等环境使用过的口罩不建议重复使用；

④需重复使用的口罩在不使用时宜悬
挂于清洁、干燥、通风处；

⑤戴口罩期间如出现憋闷、气短等不
适，应立即前往空旷通风处摘除口罩；

⑥外出要携带备用口罩，存放在原包
装袋或干净的存放袋中，避免挤压变形，废
弃口罩归为其他垃圾处理。

公众居家生活需要提高防
护措施等级吗？

公众的防护措施等级要求没有变化。
但是公众要继续强化第一健康责任人意
识，居家时加强通风换气，做好清洁消毒，
注意个人卫生，有症状时及时就医；外出
时，戴口罩，做好个人防护，加强手卫生，保

持安全距离，减少前往人员密集的场所，减
少参加聚会、聚餐等活动。

对老年人等特殊群体提出
了哪些新的防护要求？

老年人等特殊群体是高风险人群，主
要对养老机构和居家的老人提出两个方面
的防护要求。

①对于养老机构：
一是入口处对工作人员进行体温检

测，对探视人员进行体温检测、核验健康码
并进行登记，体温正常者方可进入。二是
封闭管理期间，不允许探访。非封闭管理
期间允许探视的，控制探访人员数量、活动
区域和探访频次，必要时可实行预约管理。

②对于居家的老人：
一是外出时做好个人防护，戴好口罩，

有慢性肺病、心脏病的老年人应在医生的
专业指导下戴口罩。二是避免前往人员聚
集、空间密闭的场所，如棋牌室（麻将馆）
等。 （吴英模 卢智子 整理）

关于新修订的防护指南，公众需要特别注意什么？
针对现阶段新冠病毒

变异株特点和人群流行特
征，为进一步指导公众和
重点职业人群科学规范佩
戴口罩，以及进一步指导
重点场所、重点单位、重点
人群做好防护，国家卫生
健康委员会会同有关部门
最新修订形成了《公众和
重点职业人群戴口罩指引
（2021 年 8 月版）》和《重点
场所重点单位重点人群新
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相
关 防 护 指 南（2021 年 8 月
版）》。对本指引未涉及到
的人群和场景，仍按《公众
科 学 戴 口 罩 指 引（修 订
版）》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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